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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李希贵
说： 当我们走过
一片森林， 只会
感叹森林的壮观，
却对每棵树的情
况语焉不详。 就
如同我们过去只
关注学校办得好，
但对每名学生发
展得好不好缺乏
关注。 但是， 校
园不比森林， 我
们没有权力通过
竞争去实现优胜
劣汰， 而是要发
现每棵树独特的
生存需求和生存
价值。

1952年， 北京市十一学校在周
恩来、 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
切关怀下建立， 聂荣臻元帅用新中
国的诞生日为学校命名。 学校占地
234亩， 建筑面积15.6万平方米，
是一所拥有初、 高中的完全、 优质
中学。 2004年被评为北京市示范性
普通高中。 2011年被批准为国家级
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深化
基础教育学校办学体制改革试验项
目学校”。

学校共有学生
4174人， 每人一张课表， 就有
4174张独一无二的课程表。

走班选课后， 学
校共有1430个教学班， 每个班人数
不超过24人。

学校通过对国家课
程的校本化， 共开发了265门学科
课程。

学校共开发了分层、
分类、 综合、 特需等不同类别的校
本教材超过400本。

学校共改建学科教
室271间， 1200多类图书、 1000多
种实验器材进入教室， 实现学习资
源与学习过程的无缝对接。

学校共开发了30门综
合实践课程。

学校共开设有69门职
业考察课程， 分属30个行业， 以帮
助学生厘清职业目标。

本学期， 学校共设
置了60类、 545个学生自主管理岗
位课程， 如教师助教、 图书管理
员、 晚自习管理员等， 学生根据表
现可获得相应学分。

学校共有272个学生
自组织社团， 公益慈善类有30个，
商业经营类13个。

学校设置了体育季、 戏
剧节、 泼水节、 狂欢节、 电影节等
5个节日。

学校共开设有11个国
家名字命名的外国文化日课程，这
些国家分别为罗马尼亚、 美国、英
国、韩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加拿
大、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

学校共设有奖学金等
31个评优项目，其中乐仁奖学金、思
享奖学金、乐群奖学金由学生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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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看十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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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曜明 高靓

当全国大部分中学生每天在题海中
埋头苦读， 为提高分数而殚精竭虑时，
有一所学校的学生， 自己开办广告公
司、 组建投资银行， 甚至还可以用盈余
设立奖学金。

当全国大部分中学生每天在同一间
教室上课， 拿着全班一样的课表时， 有
一所学校的学生， 课间穿梭在没有班级
和班主任的校园， 奔向自己所选课程的
教室。

当全国大部分中学生每天在学校的
每一分钟都被他人安排好时， 有一所学
校的学生， 不仅能够选择学什么， 还能
选择什么时候学、 在哪里学、 跟谁一起
学、 以什么方式学。

这是一所全新形态的学校。 不久
前， 教育部在这所中学举行了一场新闻
发布会， 北京十一学校实施5年的“创
新育人模式改革” 首次公之于众， 引起
社会强烈反响。

为什么是十一学校？ 它究竟有何不
同？ 自主选课会不会影响目前的中考和
高考？取消班级会不会让师生无所适从？
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急于找到答案， 一拨
拨前来采访的记者也希望揭开谜底。

在森林中发现那棵不一
样的树

“我还想跟您谈谈数学、 语文免修
的事。” 刚到十一学校， 记者就碰上了
这样一幕。 高二学生郑子豪来找年级主
任王春易， 声称自己要拿出更多的时间

学习专业知识， 明年报考一所知名艺术
院校的导演系。

出乎记者意料， 郑子豪得到的答复
是“我们支持你的选择”。

王春易告诉记者： “这不是拍脑袋
的决定， 我们已经讨论了半年， 数学、
语文教师会为他制定专门的学习方案，
学校还在影视中心给他安排了专业教室
和指导教师。”

这样的学生在十一学校绝非个例。
可以说， 这里的每名学生都有一个“私
人定制” 的未来。

谈起改革初衷， 十一学校校长李希

贵说得很形象： “当我们走过一片森
林， 只会感叹森林的壮观， 却对每棵树
的情况语焉不详。 就如同我们过去只关
注学校办得好， 但对每名学生发展得好
不好缺乏关注。”

“但是， 校园不比森林， 我们没有
权力通过竞争去实现优胜劣汰， 而是要
发现每棵树独特的生存需求和生存价
值。” 这位在中学教师、 班主任、 教导
主任、 校长、 县市教育局长等多个岗位
历练了大半辈子的教育人， 决心让“创
造适合每名学生的教育” 成为现实。 再
加上十一学校一脉相承的以学生为本的
改革文化， 以及老校长李金初为学校打
下的良好基础， 都让他对把这个理想变
为现实充满信心。

从2009年开始， 十一学校开始对
现有的国家课程、 地方课程、 学校课程
进行整合， 通过分层、 分类设计， 开发
出近300门学科课程供学生选择。

在这里， 数学、 物理、 化学等理科
课程采取分层设计， 语文、 英语、 历史
等人文学科采取分类设计。

在这里， 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中
的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两门课程， 开发
出了数据库、 移动互联应用、 电子技
术、 机器人、 电脑平面设计、 影视技
术、 机械技术、 汽车造型设计、 服装设
计与制作、 厨艺等15个模块课程。

在这里， 体育课变成了田径、 篮
球、 足球、 排球、 网球、 游泳、 艺术体
操、 击剑、 滑雪、 龙舟等22个模块。

在这里， 艺术类课程开发为中国
画、 油画、 书法、 动漫、 声乐、 戏剧等
24个模块， 仅戏剧课就有音乐剧 《歌
舞青春》、 京剧 《三岔口》、 话剧《雷雨》
等12个剧目的不同选择。

除此之外， 学校还设计了综合课程
和特需课程， 以满足学生的个别需求。
更有意思的是， 所有课程， 学生都可以
自主选择。 （下转第五版）

强化安全意识
提升安全素养
第19个全国中小学生
安全教育日主题活动举行

本报北京 3月 31日讯 （记者 纪秀君）
“呜———”， 随着警笛声响起， 2000余名师生，
弯着腰一路小跑， 两分钟内全部撤出教学楼。 这
是今天上午在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进行的
应急疏散演练。

今天是第19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各
地围绕“强化安全意识， 提升安全素养” 的主
题， 开展各种形式的安全教育活动。 中小学生安
全教育日活动由教育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等
13个部门联合主办。 教育部党组副书记、 副部长
杜玉波参加了此次主题活动， 并同辽宁省盘山县
师生视频互动。

杜玉波指出， 广大中小学生要从小注重培育
提高安全素养。 他希望同学们认真学习掌握安全
知识， 强化安全意识， 积极参与演练， 从小养成
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 让安全为出彩人生奠基，
为实现中国梦护航。 他还特别提醒广大农村地区
的孩子们， 在放学后、 周末、 节假日一定注意不
要擅自到野外玩水、 游泳， 防止发生溺水事故。

杜玉波强调， 安全工作责任重于泰山， 保障
孩子生命安全是教育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一所没
有安全保障的学校， 绝对是不合格的学校； 一名
不具备安全意识的教师， 绝对是不称职的教师。
他要求所有学校全面落实 《中小学校岗位安全工
作指南》， 按照 《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
南》 积极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他要求所有教师履
行好安全教育和管理职责， 保障孩子们在校安
全， 并赋予他们终身安全的能力和素养。

杜玉波指出， 保障中小学生安全需要全社会
共同努力。 据统计， 近年来， 近97%的中小学生
非正常死亡发生在校园外。 他希望广大家长切实
履行监护人职责， 特别要做好孩子脱离学校监管
后的看护工作。 （下转第三版）

让教育回归本真
本报评论员

教育是培养人、 造就人的崇高事
业， 其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
关乎学生的命运， 关乎民族的未来。 今
天本报推出的北京十一学校创新育人模
式改革的报道， 全面诠释了该校创新育
人模式的真谛， 系统展示了改革给学校
带来的冲击变革和活力， 读后令人振
奋， 令人鼓舞， 令人深思。

我国传统的应试教育更多关注的是
学生考试分数、 学校升学率， 衡量教师
与学生仅有分数这把标尺， 课堂教学只
注重教师讲， 学生只是被动听， 这种填
鸭式教育教学方式不仅压抑了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 也扼杀了学生学习的创造
性。 特别是在当下社会心态浮躁、 过分
追逐功利化教育和过分强调分数的环境

下， 北京十一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独树
一帜， 抓住了教育的核心、 教育的本
质， 具有独特的样本意义和示范作用，
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启示之一， 把培养人、 造就人作为
学校的第一要务。 教育的首要任务是立
德树人， 重点在于育人， 其本源意义应
该是激发人的真善美。 北京十一学校教
改以育人为本的现代教育思想理念为指
导， 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以尊重学
生主体、 对学生未来负责的以人为本的
价值追求， 注重教育本质、 本源， 彰显
了对学生个性、 人性和生命的尊重。 这
是该校教改的本质和核心， 也是其改革
呈显出一派生机的关键。

启示之二， 把学生放在教育教学的

第一位。 李希贵校长提出， 北京十一学
校的办学理念是学生第一。 以一切为了
人的自由发展、 尊重每个孩子的个性发
展为己任， 最大程度地保留学生的学习
个性， 针对每名学生的个性需求因材施
教， 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发现自我、 自
主学习， 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积极
性、 创造性和学习潜能， 给学生充分施
展才能的舞台， 让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这是北京十一学校教改的精髓， 也是其
改革的灵魂所在。 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
发展， 以学生个性化， 发现学生的需要
作为育人目标， 北京十一学校取消行政
班、 实行走班选课， 拆掉讲台、 实行导
师制， 真正实现了教育成为服务的思想
转变。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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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关注
《中国教育报》新浪微博

高校可自主评聘教授
浙江下放教师职称评审权

本报讯（雷炜 记者 朱振岳） 浙江省教育
厅、 省人社厅日前决定， 从今年起分步骤下放高
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权， 探索建立高校自主
评聘、 政府宏观管理监督的评聘制度。

浙江省提出， 高校要根据自身发展需要， 结
合学科专业特点， 参照不低于省基本要求， 自主
制定分类评聘标准。 评聘标准要体现重师德、 重
业绩、 重能力、 重社会服务的导向， 注重人岗匹
配。 高校自主组建相关评聘机构， 在核定的岗位
结构比例内， 依据标准和规定的程序自主开展评
聘工作， 根据评聘结果自主颁发任期专业技术职
务聘书。

此次浙江纳入改革实行自主评聘的范围包括
全省地方属普通本科高校、独立学院、高职高专、
成人高校等。浙江省明确，各高校从今年起全面开
展教师各级职务自主评聘工作。 到2016年底前本
科高校、2017年底前高职高专及成人高校， 原则
上应全部实现教师各级职务自主评聘。

教育改革发展动态 / 筲

聘任校长须理事会同意
北京公办中小学试点管办评分离

本报讯（记者 施剑松）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
丰台区教委获悉， 从本学期起， 丰台区将试点理
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试点学校的聘任、解聘
校长等重要事项，须经理事会同意。这是北京市公
办中小学首次尝试管办评分离，建立理事会制。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本学期将成
为北京第一个建立理事会的公办学校， 校理事会
成员由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区教委，以及学校、社
区和家长代表组成。按照规定，理事会对于学校的
重大事务有决策权，包括预算、学校规划和校长任
命等事项，须经理事会2/3的理事同意方为有效。

丰台区教委副主任钟灵介绍说， 试点理事会
管理制度， 是公办中小学去行政化， 打破长期以
来校长由教育行政部门直接任命的格局， 探索管
办评分离的一种尝试。

3月31日，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学生
在民防志愿者的指导下学习救护知识。

本报记者 樊世刚 摄

题图① 在学
校举行的泼水节上，
学生们尽情玩耍。

题图② 走班
选课的学生在课间
赶往各学科教室。

题图③ 学科
教室里， 实验器材
就在学生身边。

题图④ 艺术
类课程开发为书法、
戏剧等24个模块，学
生在上戏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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